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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属于空间两栖航

行器技术领域，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

题。本发明包括：支撑机架；和支撑机架上形成的

球形槽形成球面副的无轴水下推进器；带动无轴

水下推进器转动的矢量推进控制装置；空中推进

装置，空中推进装置包括设置在上机架内的空中

螺旋桨、一端和空中螺旋桨螺纹连接的螺旋桨轴

以及和螺旋桨轴穿过无轴水下推进器的另一端

固定连接的限位块；设置在上机架内的推进转换

装置，通过推进转换装置实现空中和水下推进的

转换；设置在上机架内的螺旋桨固定装置，通过

螺旋桨固定装置对收回在上机架内的空中螺旋

桨进行固定或松开；以及设置在下机架内的水密

接插件，通过水密接插件实现推进器信号及能源

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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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支撑机架(1)，所述支撑机架(1)包括螺纹连接的上机架(101)和下机架(102)，所述上

机架(101)和下机架(102)配合处形成球形槽；

和所述支撑机架(1)上形成的球形槽形成球面副的无轴水下推进器(2)，通过所述无轴

水下推进器(2)实现水下推进；

设置在所述上机架(101)内带动无轴水下推进器(2)相对支撑机架(1)绕球形槽球心转

动的矢量推进控制装置(5)；

和所述无轴水下推进器(2)同轴设置的空中推进装置(3)，所述空中推进装置(3)包括

设置在所述上机架(101)内的空中螺旋桨(303)、一端和所述空中螺旋桨(303)螺纹连接的

螺旋桨轴(302)以及和螺旋桨轴(302)穿过无轴水下推进器(2)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的限位块

(301)；

设置在所述上机架(101)内的推进转换装置(4)，所述推进转换装置(4)带动螺旋桨轴

(302)沿轴向螺旋进给运动，带动空中螺旋桨(303)相对上机架(101)伸出或缩回，使螺旋桨

轴(302)一端实现和空中螺旋桨(303)的结合或脱离，使螺旋桨轴(302)另一端的限位块

(301)与无轴水下推进器(2)结合或脱离，螺旋桨轴(302)沿轴向两端极限位置时均和所述

无轴水下推进器(2)固定连接；

设置在所述上机架(101)内的螺旋桨固定装置(6)，通过所述螺旋桨固定装置(6)对收

回在上机架(101)内的空中螺旋桨(303)进行固定或松开；

以及设置在下机架(102)内的水密接插件(7)，通过水密接插件(7)实现推进器信号及

能源的传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无轴水下推进器

(2)包括：

和所述球形槽转动配合的密封壳体(201)；

设置在所述密封壳体(201)内的无轴推进动力结构；

以及水下推进器桨叶(207)，所述水下推进器桨叶(207)由四个相同桨叶组成，中心位

置形成轴孔，水下推进器桨叶(207)中心位置为磁性材料，下端面设置有棘爪；通过无轴推

进动力结构带动水下推进器桨叶(207)相对密封壳体(201)绕自身轴线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无轴推进动力结

构包括：

和所述密封壳体(201)内壁固定连接的外定子支撑环(202)；

通过内转子轴承(210)和所述密封壳体(201)内壁转动配合的内转子机架(209)，所述

内转子机架(209)和所述密封壳体(201)接触处设置有第二O形密封圈(208)；

支撑于所述内转子机架(209)上的内转子机壳(206)，水下推进器桨叶(207)和所述内

转子机壳(206)固定连接；

固定在所述内转子机壳(206)外壁的永磁体磁极(205)；

固定在所述外定子支撑环(202)内壁的铁芯(203)；

以及设置在所述永磁体磁极(205)和铁芯(203)之间的励磁绕组(204)。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桨轴

(302)包括两段，一段为丝杠(3021)，另一段为光轴(3022)，所述丝杠(3021)一端和空中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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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桨(303)螺纹连接，另一端和所述光轴(3022)的一端螺纹连接，所述光轴(3022)的另一端

穿过所述水下推进器桨叶(207)中心的轴孔和所述限位块(301)固定连接，所述光轴(3022)

和水下推进器桨叶(207)中心的轴孔过渡配合；所述丝杠(3021)和光轴(3022)均为永磁铁，

丝杠(3021)和光轴(3022)配合处磁性相同，所述限位块(301)上端面设置有和水下推进器

桨叶(207)下端面的棘爪配合的棘爪，当螺旋桨轴(302)和所述空中螺旋桨(303)整体相对

上机架(101)伸出后，限位块(301)和所述水下推进器桨叶(207)棘爪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矢量推进控制装

置(5)包括圆周均布的四组，每组包括：

通过第一电机固定结构(501)固定在所述上机架(101)内的第一直线电机(502)，所述

第一直线电机(502)以螺旋桨轴(302)为圆心沿径向设置；

和所述第一直线电机(502)输出轴端部形成球面副的推进磁铁(503)，所述推进磁铁

(503)的磁性与丝杠(3021)和光轴(3022)接触处磁性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矢量推进控制装

置(5)的每组还包括设置在第一直线电机(502)和推进磁铁(503)配合的球面副内的两块复

位磁铁(504)，两块复位磁铁(504)接触部分磁性相反，两块复位磁铁(504)分别与第一直线

电机(502)和推进磁铁(503)过盈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进转换装置

(4)包括对称设置的两组，每组包括：

通过第二电机固定结构(401)固定在上机架(101)内的第二直线电机(402)，所述第二

直线电机(402)以螺旋桨轴(302)为圆心沿径向设置；

固定在所述第二直线电机(402)输出轴端部的半圆柱形螺母(403)，通过第二直线电机

(402)推动半圆柱形螺母(403)运动，使两组中的半圆柱形螺母(403)形成完整螺母并和所

述螺旋桨轴(302)中的丝杠(3021)形成丝杠螺母副。

8.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螺

旋桨固定装置(6)包括夹持固定装置以及到位检测装置；

所述夹持固定装置包括对称设置的两组，每组包括：

通过电磁铁固定结构(601)固定在上机架(101)内的电磁铁(602)；

位于所述电磁铁(602)上方并固定在上机架(101)内的导向限位结构(604)；

以及以空中螺旋桨(303)的轴线为中心沿径向设置的夹紧杆(603)，所述夹紧杆(603)

为永磁铁，所述夹紧杆(603)一端和所述导向限位结构(604)沿自身轴线滑动配合，另一端

为弧形结构，夹紧杆(603)被导向限位结构(604)限位于所述电磁铁(602)上表面，通过电磁

铁(602)正向或反向通电，带动夹紧杆(603)沿轴线运动，两组中的夹紧杆(603)沿轴向向空

中螺旋桨(303)方向运动实现对空中螺旋桨(303)的夹紧；

所述到位检测装置包括对称设置的两组，每组包括通过传感器固定结构(606)固定在

所述上机架(101)内的到位检测传感器(605)，通过所述到位检测传感器(605)检测空中螺

旋桨(303)收到上机架(101)内后的到位信号。

9.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

密接插件(7)包括：

固定在所述支撑机架(1)的下机架(102)内的信号及能源插口(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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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设置在信号及能源插口(702)和下机架(102)配合处的第三O形密封圈(701)。

10.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支撑机架(1)的上机架(101)和下机架(102)形成的球形槽内表面开有储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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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空间两栖航行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单一空间机器人的固有缺陷，在科研及军事需求的推动下，世界上主要海洋

国家正在加紧空间两栖机器人技术的研究。目前关于空间两栖机器人一体化推进器及空间

矢量推进技术研究较少，但随着空间两栖机器人的发展，该技术亟需突破。

[0003] 目前，空间两栖推进器均为分散结构，即水下推进器与空中推进器不能做到一体

化，这导致了推进器体积及质量大，能源利用率低，而且推进器只能实现单一方向推进，灵

活性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推进器体

积大、质量大、能源利用率低、推进方向单一以及灵活性差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包括：

[0006] 支撑机架，所述支撑机架包括螺纹连接的上机架和下机架，所述上机架和下机架

配合处形成球形槽；

[0007] 和所述支撑机架上形成的球形槽形成球面副的无轴水下推进器，通过所述无轴水

下推进器实现水下推进；

[0008] 设置在所述上机架内带动无轴水下推进器相对支撑机架绕球形槽球心转动的矢

量推进控制装置；

[0009] 和所述无轴水下推进器同轴设置的空中推进装置，所述空中推进装置包括设置在

所述上机架内的空中螺旋桨、一端和所述空中螺旋桨螺纹连接的螺旋桨轴以及和螺旋桨轴

穿过无轴水下推进器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的限位块；

[0010] 设置在所述上机架内的推进转换装置，所述推进转换装置带动螺旋桨轴沿轴向螺

旋进给运动，带动空中螺旋桨相对上机架伸出或缩回，使螺旋桨轴一端实现和空中螺旋桨

的结合或脱离，使螺旋桨轴另一端的限位块与无轴水下推进器结合或脱离，螺旋桨轴沿轴

向两端极限位置时均和所述无轴水下推进器固定连接；

[0011] 设置在所述上机架内的螺旋桨固定装置，通过所述螺旋桨固定装置对收回在上机

架内的空中螺旋桨进行固定或松开；

[0012] 以及设置在下机架内的水密接插件，通过水密接插件实现推进器信号及能源的传

输。

[0013] 所述无轴水下推进器包括：

[0014] 和所述球形槽转动配合的密封壳体；

[0015] 设置在所述密封壳体内的无轴推进动力结构；

[0016] 以及水下推进器桨叶，所述水下推进器桨叶由四个相同桨叶组成，中心位置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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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孔，水下推进器桨叶中心位置为磁性材料，下端面设置有棘爪；通过无轴推进动力结构带

动水下推进器桨叶相对密封壳体绕自身轴线转动。

[0017] 所述无轴推进动力结构包括：

[0018] 和所述密封壳体内壁固定连接的外定子支撑环；

[0019] 通过内转子轴承和所述密封壳体内壁转动配合的内转子机架，所述内转子机架和

所述密封壳体接触处设置有第二O形密封圈；

[0020] 支撑于所述内转子机架上的内转子机壳，水下推进器桨叶和所述内转子机壳固定

连接；

[0021] 固定在所述内转子机壳外壁的永磁体磁极；

[0022] 固定在所述外定子支撑环内壁的铁芯；

[0023] 以及设置在所述永磁体磁极和铁芯之间的励磁绕组。

[0024] 所述螺旋桨轴包括两段，一段为丝杠，另一段为光轴，所述丝杠一端和空中螺旋桨

螺纹连接，另一端和所述光轴的一端螺纹连接，所述光轴的另一端穿过所述水下推进器桨

叶中心的轴孔和所述限位块固定连接，所述光轴和水下推进器桨叶中心的轴孔过渡配合；

所述丝杠和光轴均为永磁铁，丝杠和光轴配合处磁性相同，所述限位块上端面设置有和水

下推进器桨叶下端面的棘爪配合的棘爪，当螺旋桨轴和所述空中螺旋桨整体相对上机架伸

出后，限位块和所述水下推进器桨叶棘爪配合。

[0025] 所述矢量推进控制装置包括圆周均布的四组，每组包括：

[0026] 通过第一电机固定结构固定在所述上机架内的第一直线电机，所述第一直线电机

以螺旋桨轴为圆心沿径向设置；

[0027] 和所述第一直线电机输出轴端部形成球面副的推进磁铁，所述推进磁铁的磁性与

丝杠和光轴接触处磁性相同。

[0028] 所述矢量推进控制装置的每组还包括设置在第一直线电机和推进磁铁配合的球

面副内的两块复位磁铁，两块复位磁铁接触部分磁性相反，两块复位磁铁分别与第一直线

电机和推进磁铁过盈连接。

[0029] 所述推进转换装置包括对称设置的两组，每组包括：

[0030] 通过第二电机固定结构固定在上机架内的第二直线电机，所述第二直线电机以螺

旋桨轴为圆心沿径向设置；

[0031] 固定在所述第二直线电机输出轴端部的半圆柱形螺母，通过第二直线电机推动半

圆柱形螺母运动，使两组中的半圆柱形螺母形成完整螺母并和所述螺旋桨轴中的丝杠形成

丝杠螺母副。

[0032] 所述螺旋桨固定装置包括夹持固定装置以及到位检测装置；

[0033] 所述夹持固定装置包括对称设置的两组，每组包括：

[0034] 通过电磁铁固定结构固定在上机架内的电磁铁；

[0035] 位于所述电磁铁上方并固定在上机架内的导向限位结构；

[0036] 以及以空中螺旋桨轴线为中心沿径向设置的夹紧杆，所述夹紧杆为永磁铁，所述

夹紧杆一端和所述导向限位结构沿自身轴线滑动配合，另一端为弧形结构，通过电磁铁正

向或反向通电，带动夹紧杆沿轴线运动，两组中的夹紧杆沿轴向向空中螺旋桨方向运动实

现对空中螺旋桨的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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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所述到位检测装置包括对称设置的两组，每组包括通过传感器固定结构固定在所

述上机架内的到位检测传感器，通过所述到位检测传感器检测空中螺旋桨收到上机架内后

的到位信号。

[0038] 所述水密接插件包括：

[0039] 固定在所述支撑机架的下机架内的信号及能源插口；

[0040] 以及设置在信号及能源插口和下机架配合处的第三O形密封圈。

[0041] 所述支撑机架的上机架和下机架形成的球形槽内表面开有储油槽。

[004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空中推进装置与水下推

进器共用一套动力装置；安装于支撑机架内部的推进转换装置用于水下与空中螺旋桨的相

互转换；安装于支撑架内部的矢量推进控制装置在磁力作用下实现推进器推力的矢量控

制。水下螺旋桨与空中螺旋桨共用一套电机装置，结构紧凑，体积小，水下推进时空中螺旋

桨可完全回收至推进器主体内部，避免空中螺旋桨外露引起的结构损坏；水下推进模式与

空中推进模式切换方式简单，并且可迅速完成二者之间的切换，空中推进时空中螺旋桨主

轴的限位棘爪可有效避免电机空转；采用球面副永磁铁与空中螺旋桨主轴形成磁力配合，

组成推进器矢量控制单元，结构简单，控制方便，球面副具有自主复位功能，并且矢量控制

单元可同时用于水下及空中推进的矢量推进控制；本发明结构简单紧凑，适用于水-空两栖

机器人的推进。

附图说明

[0043] 图1为本发明一种形式主体轴测图；

[0044] 图2为本发明另一种形式的主体轴测图；

[0045] 图3为本发明主体剖视图；

[0046] 图4为本发明中支撑机架及水密接插件剖视图；

[0047] 图5为本发明中推进器剖视图；

[0048] 图6为本发明中水下及空中推进装置剖视图；

[0049] 图7为本发明中推进转换装置俯视结构示意图；

[0050] 图8为本发明中矢量推进控制装置结构示意图；

[0051] 图9为本发明中螺旋桨固定装置结构示意图；

[0052] 图10为本发明中矢量推进控制装置主体剖视图；

[0053] 图11为本发明中限位块和水下推进器桨叶配合的棘爪结构局部放大轴测图；

[0054] 图12为本发明中水流流动方向示意图；

[0055] 其中：1、支撑机架，101、上机架，102、下机架，103、第一O形密封圈，2、无轴水下推

进器，201、密封壳体，202、外定子支撑环，203、铁芯，204、励磁绕组，205、永磁体磁极，206、

内转子机壳，207、水下推进器桨叶，208、第二O形密封圈，209、内转子机架，210、内转子轴

承，3、空中推进装置，301、限位块，302、螺旋桨轴，3021、丝杠，3022、光轴，303、空中螺旋桨，

4、推进转换装置，401、第二电机固定结构，402、第二直线电机，403、半圆柱形螺母，5、矢量

推进控制装置，501、第一电机固定结构，502、第一直线电机，503、推进磁铁，504、复位磁铁，

6、螺旋桨固定装置，601、电磁铁固定结构，602、电磁铁，603、夹紧杆，604、导向限位结构，

605、到位检测传感器，606、传感器固定结构，7、水密接插件，701、第三O形密封圈，702、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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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源插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57] 参见附图1-附图4，本发明的一种空间两栖矢量推进器包括：

[0058] 支撑机架1，所述支撑机架包括螺纹连接的上机架101和下机架102，所述上机架

101和下机架102配合处形成球形槽；

[0059] 和所述支撑机架1上形成的球形槽形成球面副的无轴水下推进器2，通过所述无轴

水下推进器2实现水下推进；无轴水下推进器2的通过密封壳体201的球形外壁与支撑机架1

构成几何封闭，其结构类似于球面副；

[0060] 设置在所述上机架101内带动无轴水下推进器2相对支撑机架1绕球形槽球心转动

的矢量推进控制装置5；

[0061] 和所述无轴水下推进器2同轴设置的空中推进装置3，所述空中推进装置3包括设

置在所述上机架101内的空中螺旋桨303、一端和所述空中螺旋桨303螺纹连接的螺旋桨轴

302以及和螺旋桨轴302穿过无轴水下推进器2的另一端固定连接的限位块301；

[0062] 设置在所述上机架101内的推进转换装置4，所述推进转换装置4带动螺旋桨轴302

沿轴向螺旋进给运动，带动空中螺旋桨303相对上机架101伸出或缩回，使螺旋桨轴302一端

实现和空中螺旋桨303的结合或脱离，使螺旋桨轴302另一端的限位块301与无轴水下推进

器2结合或脱离，螺旋桨轴302沿轴向两端极限位置时均和所述无轴水下推进器2固定连接；

[0063] 设置在所述上机架101内的螺旋桨固定装置6，通过所述螺旋桨固定装置6对收回

在上机架101内的空中螺旋桨303进行固定或松开；

[0064] 以及设置在下机架102内的水密接插件7，通过水密接插件7实现推进器信号及能

源的传输。

[0065] 所述上机架101和所述下机架102配合处设置有第一O形密封圈103。

[0066] 所述的上机架101、下机架102内部可掏空用于信号及能源线的连接，第一O形密封

圈103可起到支撑机架1的密封作用，上机架101内壁开有推进转换装置4、矢量推进控制装

置5、螺旋桨固定装置6的安装槽与固定孔以及水密接插件7的安装槽及空中螺旋桨303贮藏

槽，下机架102底面开有固定水密接插件7的安装孔，水密接插件7依靠第三O形密封圈701密

封，信号及能源插口702用于推进器信号及能源传输。

[0067] 参见附图5和附图6，所述无轴水下推进器2包括：

[0068] 和所述球形槽转动配合的密封壳体201；

[0069] 设置在所述密封壳体201内的无轴推进动力结构；

[0070] 以及水下推进器桨叶207，所述水下推进器桨叶207由四个相同桨叶组成，中心位

置形成轴孔，水下推进器桨叶207中心位置为磁性材料，下端面设置有棘爪；通过无轴推进

动力结构带动水下推进器桨叶207相对密封壳体201绕自身轴线转动。

[0071] 所述无轴推进动力结构包括：

[0072] 和所述密封壳体201内壁固定连接的外定子支撑环202；

[0073] 通过内转子轴承210和所述密封壳体201内壁转动配合的内转子机架209，所述内

转子机架209和所述密封壳体201接触处设置有第二O形密封圈208；

说　明　书 4/7 页

8

CN 110844067 B

8



[0074] 支撑于所述内转子机架209上的内转子机壳206，水下推进器桨叶207和所述内转

子机壳206固定连接；

[0075] 固定在所述内转子机壳206外壁的永磁体磁极205；

[0076] 固定在所述外定子支撑环202内壁的铁芯203；

[0077] 以及设置在所述永磁体磁极205和铁芯203之间的励磁绕组204。

[0078] 无轴水下推进器2的密封壳体201可相对于上机架101及下机架102运动，水下推进

器桨叶207由四个相同桨叶组成，均烧接于内转子机壳206内壁凹槽，无轴水下推进器2运动

时，水下推进器桨叶207跟随内转子机壳206转动，四个水下推进器桨叶207末端组合形成轴

孔，内转子机壳206被支撑于内转子机架209，内转子机架209两端分别与内转子机壳206及

内转子轴承210内圈固连，内转子轴承210外圈固定于密封壳体201，内转子轴承210对内转

子机壳206及内转子机架209起支撑作用，第二密O形封圈用于无轴水下推进装置的密封，无

轴水下推进器2运动时，内转子轴承210外圈相对于密封壳体201静止，内转子机架209与内

转子机壳206同时相对于内转子轴承210外圈转动。上机架101及下机架102与密封壳体201

接触部分的内壁均开有储油槽，内部贮藏润滑脂，矢量推进调节时起润滑作用。

[0079] 参见附图6和附图11所述螺旋桨轴302包括两段，一段为丝杠3021，另一段为光轴

3022，所述丝杠3021一端和空中螺旋桨303螺纹连接，另一端和所述光轴3022的一端螺纹连

接，所述光轴3022的另一端穿过所述水下推进器桨叶207中心的轴孔和所述限位块301固定

连接，所述光轴3022和水下推进器桨叶207中心的轴孔过渡配合；所述丝杠3021和光轴3022

均为永磁铁，丝杠3021和光轴3022配合处磁性相同，所述限位块301上端面设置有和水下推

进器桨叶207下端面的棘爪配合的棘爪，当螺旋桨轴302和所述空中螺旋桨303整体相对上

机架101伸出后，限位块301和所述水下推进器桨叶207棘爪配合。

[0080] 空中推进装置3的螺旋桨桨轴穿过四个水下推进器桨叶207末端组合形成的轴孔

中心，螺旋桨桨轴与轴孔为过渡配合，螺旋桨桨轴既可沿其轴线直线运动也可以跟随水下

推进器桨叶207旋转运动，丝杠3021与光轴3022采用螺纹连接，丝杠3021顶端为外螺纹与空

中螺旋桨303形成螺纹连接，光轴3022底端为左旋内螺纹与限位块301形成螺纹连接。

[0081] 参见附图8和附图10，所述矢量推进控制装置5包括圆周均布的四组，每组包括：

[0082] 通过第一电机固定结构501固定在所述上机架101内的第一直线电机502，所述第

一直线电机502以螺旋桨轴302为圆心沿径向设置；

[0083] 和所述第一直线电机502输出轴端部形成球面副的推进磁铁503，所述推进磁铁

503的磁性与丝杠3021和光轴3022接触处磁性相同。

[0084] 所述矢量推进控制装置5的每组还包括设置在第一直线电机502和推进磁铁503配

合的球面副内的两块复位磁铁504，两块复位磁铁504接触部分磁性相反，两块复位磁铁504

分别与第一直线电机502和推进磁铁503过盈连接。

[0085] 矢量推进控制装置5中第一直线电机502与推进磁铁503为球面副连接，其球面副

内部含有两块球面副的复位磁铁504，两块复位磁铁504与直线电机及磁铁为过盈连接，两

块复位磁铁504接触部分磁性相反，可实现推进磁铁503的位置保持，推进磁铁503在第一直

线电机502驱动下沿第一直线电机502轴线运动，丝杠3021及光轴3022材料为永磁铁，且二

者接触部分磁性相同而且与推进磁铁503磁性相同，推进磁铁503始终与丝杠3021及光轴

3022的磁性相同的部分接触，四个第一直线电机502配合运动，在磁力作用下螺旋桨轴302

说　明　书 5/7 页

9

CN 110844067 B

9



产生摇摆运动，进而推动无轴水下推进器2相对于支撑机架1运动，实现矢量推进。

[0086] 参见附图7，所述推进转换装置4包括对称设置的两组，每组包括：

[0087] 通过第二电机固定结构401固定在上机架101内的第二直线电机402，所述第二直

线电机402以螺旋桨轴302为圆心沿径向设置；

[0088] 固定在所述第二直线电机402输出轴端部的半圆柱形螺母403，通过第二直线电机

402推动半圆柱形螺母403运动，使两组中的半圆柱形螺母403形成完整螺母并和所述螺旋

桨轴302中的丝杠3021形成丝杠螺母副。

[0089] 推进转换装置4的半圆柱形螺母403在第二直线电机402驱动下沿第二直线电机

402轴线运动，半圆柱形螺母403与丝杠3021配合形成丝杠螺母传动，空中螺旋桨303展开或

收回时，第二直线电机402驱动两个半圆柱形螺母403闭合，与丝杠3021配合形成丝杠螺母

传动，螺旋桨轴302跟随水下推进器桨叶207旋转运动的同时，在丝杠螺母驱动下沿螺旋桨

轴302轴线直线运动，实现空中螺旋桨303展开或收回，空中螺旋桨303到位后，第二直线电

机402收回，两个半圆柱形螺母403远离螺旋桨轴302。

[0090] 参见附图9，所述螺旋桨固定装置6包括夹持固定装置以及到位检测装置；

[0091] 所述夹持固定装置包括对称设置的两组，每组包括：

[0092] 通过电磁铁固定结构601固定在上机架101内的电磁铁602；

[0093] 位于所述电磁铁602上方并固定在上机架101内的导向限位结构604；

[0094] 以及以空中螺旋桨轴302线为中心沿径向设置的夹紧杆603，所述夹紧杆603为永

磁铁，所述夹紧杆603一端和所述导向限位结构604沿自身轴线滑动配合，另一端为弧形结

构，通过电磁铁602正向或反向通电，带动夹紧杆603沿轴线运动，两组中的夹紧杆603沿轴

向向空中螺旋桨303方向运动实现对空中螺旋桨303的夹紧；

[0095] 所述到位检测装置包括对称设置的两组，每组包括通过传感器固定结构606固定

在所述上机架101内的到位检测传感器605，通过所述到位检测传感器605检测空中螺旋桨

303收到上机架101内后的到位信号。到位检测传感器605是一个光电传感器，一对儿两个，

两组到位检测装置中的到位检测传感器605分别为一个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发射端发出

红光接收端接收红光，如果发射端和接收端的红光被空中螺旋桨303阻断，则认为空中螺旋

桨303到位了。

[0096] 空中螺旋桨303固定装置中的到位检测传感器605被传感器固定结构606固定于夹

紧杆603同一平面内，电磁铁固定结构601固定于上机架101内壁，夹紧杆603被导向限位结

构604限位于所述电磁铁602上表面，需要释放空中螺旋桨303时，电磁铁602正向通电，电磁

铁602磁性与夹紧杆603末端磁性相反，夹紧杆603沿其轴线在电磁铁602上表面运动，远离

空中螺旋桨303，完成其释放；空中螺旋桨303固定时，到位检测传感器605检测到空中螺旋

桨303到位信号，电磁铁602反向通电，使电磁铁602的磁性与夹紧杆603末端磁性相同，在磁

力作用下，夹紧杆603闭合夹紧空中螺旋桨303，空中螺旋桨303完全收回时可回收至上机架

101回收槽中。

[0097] 参见附图4，所述水密接插件7包括：

[0098] 固定在所述支撑机架1的下机架102内的信号及能源插口702；

[0099] 以及设置在信号及能源插口702和下机架102配合处的第三O形密封圈701。

[0100] 参见附图2、附图3、附图11和附图12，无轴水下推进器2及空中推进装置3共用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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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轴电机，限位块301及空中螺旋桨303配合均面为棘爪结构，所述空中螺旋桨303完全展开

时，在空中螺旋桨303所产生升力作用下，二者贴合使空中螺旋桨303与螺旋桨轴302共同转

动，水下推进器桨叶207中心位置为磁性材料，且与丝杠3021下半部分磁性相反，空中螺旋

桨303完全收回时，丝杠螺母机构继续保持，待水下推进器桨叶207中心位置与丝杠3021贴

合后，两个半圆柱形螺母403打开，远离螺旋桨轴302，丝杠3021在磁力作用与下水下推进器

桨叶207始终贴合，空中螺旋桨303需释放时，两个半圆柱形螺母403闭合形成丝杠螺母机

构，丝杠3021在丝杠螺母机构作用下远离水下推进器桨叶207中心位置，待丝杠3021顶端与

空中螺旋桨303形成螺纹连接后，夹紧杆603释放，空中螺旋桨303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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